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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 
教職員培訓

課程簡介

以優質的繪本故事和經典文學作為戲劇活動的基礎，讓戲劇的

藝術性得到保證，同時減輕參與者創作上的負擔和壓力。透過

簡單的解構和建構模型，把文學性故事編匯成一系列以遊戲、

劇場行動和多元創意活動為體驗框架的戲劇單元。在排練過程

中，隨著故事各個情境的發展，導師引領演員參與相對應的遊

戲、互動對話、戲劇和多元創作性活動。參與者無須背誦大量

台詞，更不必反覆操練動作及台步。只要學會並熟習一些遊

戲、互動方式和創意活動，便可以創作一個精彩的戲劇作品。

社工、教師，或對戲劇有興趣人士

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藝術策展人、DanceAbility Master
Teacher 資格的華人導師

共2節，每3小時，共6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體驗導向戲劇體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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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 
教職員培訓

課程簡介

 以色列教養孕育20位諾貝爾獎得獎者
 以色列教育如何引發孩子的好奇心，讓孩子主動學習
 引導學習方向達到創新思維解決問題
 邏輯思維，思考更清晰及提升解決困難能力
 質疑想法引導孩子獨立思考、判別真假對錯，預防錯誤
 問題導向有助孩子解決困難及尋找答案

校長、老師、家長、有興趣人士

資深社工、品格教育導師

1.5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1.
2.
3.
4.
5.
6.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 以色列教育工作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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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學員使用繪本進行教學，提升幼兒對語文的興趣，並提升

創意和溝通能力

社工、老師、家長、有興趣人士

資深教育導師、教育碩士

共6節，每節2小時，共12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系列一 
教職員培訓

課程簡介

3. 繪本教學課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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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 
教職員培訓

課程簡介

教授學員打破框架式遊戲，以手作和創新思維提升幼兒遊戲的

層次。

社工、老師、家長、有興趣人士

資深教育導師、教育碩士

共2節，每節3小時，共6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4. 玩具遊戲課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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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 
教職員培訓

課程簡介

基本的幼教理論，策劃和帶領教學活動的方法和技巧。

社工、老師、家長、有興趣人士

資深教育導師、教育碩士

共6節，每節2小時，共12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5. PLAYGROUP導師課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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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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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

SEN 系列

課程簡介

透過不同遊戲及模擬真實場景進行角色扮演，讓孩子了解自

己，繼而察覺自身情緒並找出合適方法表達出來，從而改善人

際關係，增進友誼

拆解情緒密碼

進入幻想世界挑戰不同負面情緒

憤怒事件逐個捉

風之呼吸-表達情緒

有特別需要的兒童

資深社工、品格教育導師

共4節，每節1小時，共4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6. 故事劇場情緒小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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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

SEN 系列

課程簡介

透過短片、真實案例及示範讓參加者了解特殊需要兒童的特徵

及他們的需要。工作員亦會簡介現時訓練的方向及趨勢，例

如：有效的指令、情緒管理、專注力提升策略及衝突處理等。

家長

資深社工

1.5小時一節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7. 如何辨識及協助特殊
需要兒童家長講座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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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

SEN 系列

課程簡介

 介紹各種常見的SEN種類及支援方式
 家長在支援擁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子女上的角色
 教授不同的支援方法

家長

資深社工

1.5小時一節

課程目標 內容
1.
2.
3.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8. 家長培訓工作坊－
如何助子女畫出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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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

SEN 系列

課程簡介

我們相信藝術並無「界限」，任何人都可以跳舞。Messy
Dance提供安全溫暖的學習環境，創造更多相處互動的機
會，讓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愉快地舞動，享受創作，學會學

習。

跳舞有助手腳大小肌肉發展，增強肌肉力量，訓練手眼協

調，培養空間感和音樂感，避免和他人碰撞，提高日常生

活治理能力。

Messy Dance 讓孩子們運用感官、知識和好奇探索實
驗，通過遊戲培養學習興趣，發展想像，表達感受。加入

情景故事，幫助小朋友訓練集中力、記憶力和思考力，建

立自信，同時提升社交能力和自我形象。

有特別需要的兒童

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藝術策展人、DanceAbility
Master Teacher 資格的華人導師

共6節，每節1.5小時，共9小時
節數可調節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9. MESSY DANCE ~ 
幼兒覺知律動工作坊SEN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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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

SEN 系列

課程簡介

為了讓擁有複合障礙的學童藉著故事和五感經驗體驗、學習、

成長而量身訂製的故事教案呈現。

藉著愉悅的故事活動讓孩子們愛上學習和閱讀

在多元感知的互動中因應個別的特質和需要更有效地吸收

知識

從故事和多元藝術活動中認識"端午節"相關的生活知識
從日常生活的已知經驗中延伸學習，掌握跟夢境、食物和

閱讀相關的認知概念

在故事統整教學的框架內，學習關於形狀、顏色、數量和

味道的具體知識

有特別需要的兒童

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藝術策展人、DanceAbility Master
Teacher 資格的華人導師

共6節，每節1.5小時，共9小時 節數可調節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0. 
讓獨特的孩子們經歷故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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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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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以不同偵探遊戲及繪本故事作為媒介，讓孩子認識情緒及了解

自身情緒強度，繼而學懂調節情緒，用最適合方法建立人際關

係。

情緒多面睇

別人情緒知多D
小小偵探-分辨情緒強度
讀心輪盤

幼兒、小學學生、有特別需要學生

資深社工、正向品格導師、資深特殊教育導師

共4節。每節1小時、共4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1. 正向繪本情緒小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https://wa.me/85262267944
mailto:hkmaa@gacity.org
mailto: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孩子主要採用視覺及聽覺來學習，有見及此，資深社工利用日

常生活場景、偵探故事及運動遊戲作媒介，提升孩子視覺及聽

覺的能力及學習效能。

破解專注力大法

完美任務-持久專注力
運動學抑制

「分類」、「整理」我做到

幼兒、小學學生、有特別需要學生

資深社工、正向品格導師、資深特殊教育導師

共4節。每節1小時、共4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2. 
偵探故事運動遊戲學專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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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利用不同情景遊戲、音樂、繪畫、手工製作等作為媒介，讓孩

子以適當方法表達情緒，例如：以正向言語表達自己的感受，

讓孩子發展正向自我概念。

繪出真情

宣洩情緒我有法

管理情緒紅綠燈

抒發情緒聽筒-聽聽我心聲

幼兒、小學學生、有特別需要學生

資深社工、正向品格導師、資深特殊教育導師

共4節。每節1小時、共4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3. 藝術情緒小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https://wa.me/85262267944
mailto:hkmaa@gacity.org
mailto: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訓練孩子成為小小喬布斯，成為公開場合贏得人心的說話家 !
掌握說話表達的層次，及組織技巧

運用緊扣不同主題的詞彙，更能帶領觀眾

運用適當的身體語言去營造與主題配合的氣氛

增強應變能力、及創意思維，創造引人入勝的現場效果

幼兒、小學學生

資深幼兒、中小學導師

共 4 節, 每節 2 小時, 共 8 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4. 小小說話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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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朋輩調解的好處是可以避免衝突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學習以理

性、和平方法解決衝突，締造雙嬴局面和培養互相尊重的精

神。

衝突與調解

衝突處理

調解技巧

模擬練習

小學學生

資深中小學導師

共 4 節, 每節 2 小時, 共 8 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5. 小小調解員
        (只適用於小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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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著重培養孩子規律及責任感，透過教育、遊戲、活動，

鼓勵及讚賞等不同方式讓孩子建立正面性格，激發孩子勇敢、

關愛、及感恩的心，成為有承擔、有自理能力的小先鋒。

體驗式教學，以多元化活動、模擬練習、角式扮演將理論從實

踐中應用，生動有趣的課堂設計，推動小朋友學習的興趣，自

動積極參與。

幼兒、小學學生

資深幼兒、中小學導師

共 5節, 每節 1.5小時, 共 6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6. 小小正向品格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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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透過互動、創作、訓練，培養孩子十二種重要而珍貴的未來能

力，包括：閱讀、理解、思考、表達、溝通、協作、自顧、自

律、自學、創造、寫作、通識能力，協助孩子逐步建立自知、

自信而擁有良好品格的健全自我，達致均衡的全人發展。

寓意體會/品格培養/自顧自律
文本閱讀/理解分析/創意寫作
表達溝通/團隊合作/策劃領導
情緒管理/通識思辨/即興應變
肢體訓練/聲線運用/台詞處理
多元智能/協同創作/生活應用
藝術感知/表演技巧/戲劇知識

幼兒、小學學生

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藝術策展人、DanceAbility Master
Teacher 資格的華人導師

共8節，每節1.5 小時，共12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7. 體驗導向戲劇_
從戲劇了解中國文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https://wa.me/85262267944
mailto:hkmaa@gacity.org
mailto: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鍛鍊孩子頑強意志，逆境自強的能力 !提昇運算及記憶力，有助
學科學習成效 !從實戰中去全方位磨練孩子 !
了解三人象棋的規則

三人象棋戰術策略

反敗為勝的秘訣

小學學生

資深棋藝導師

共4節，每節2小時，共8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8. 三人象棋
        (只適用於小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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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桌遊班透過不同類型的桌上遊戲，參加者可以與其他同學建立

友誼，家長也可透過遊戲提高家庭的親密度，遊戲學習可培養

子女的溝通能力，思考策略能力，情緒管理能力，讓學生從遊

戲中愉快學習。

學生將掌握數種桌上遊戲玩法，透過不同遊戲中與其他同學互

動：

從學業及日常生活中的壓力解放

培養體育精神

培養團隊精神

培養自我情緒管理能力

訓練溝通，談判，社交，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訓練獨立思考，策略計劃

訓練想像力

小學學生

創意思維導師

共4節，每節2小時，共8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19. 桌上遊戲思維訓練
        (只適用於小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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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打破硬背答案的弊病，鞏固孩子說話自信心，及培養應變能，

面對不同的場合，可輕鬆應對，揮灑自如。

幼兒

資深幼兒導師、教育碩士

共12節，每節45分鐘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0. 小一面試攻略
        (只適用於幼稚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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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

學校系列 (校本課程)

課程簡介

升中面試問題五花八門，我們的課程會理論與實踐並重，由經

驗豐富的導師任教，既會傳授面試問答秘訣，也會提供大量最

新的模擬面試試題，協助同學於短時間內掌握面試技巧和時事

資訊，未雨綢繆，自信滿盈地入讀心儀學校!!
面試禮儀及回應個人問題技巧

朗讀及回應創意題技巧

小組討論技巧

回應時事題

網上面試攻略

小五、小六學生

資深中小學導師

共5節，每節2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1. 升中面試班
        (只適用於小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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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

培訓系列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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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長培訓系列

課程簡介

透過不同講座令家長認識兒童發展及建立孩子身心健康:
如何令孩子更聰明

有效照顧及教導技巧

家長輔導員 -「聽」懂子女的「情緒」及「需要」
建立和諧親子關係的互動方程式-九型人格與親子
如何建立快樂家庭

啟動腦袋的感官記憶系統講座

提升小孩專注力的七大竅門

兒童溝通障礙知多D
故事親子教育藝術

童心翻轉世界 (創意教育及行動)

家長、老師、社工

資深教育家、資深家長教育培訓導師、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

藝術策展人

1.5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2.認識兒童發展
促進孩子身健康講座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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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長培訓系列

課程簡介

認識學習障礙及協助方法

資優兒童的培育與挑戰

兒童情緒/行為問題管理
ADHD / ADD 之認識及協助策略
自閉相關障礙之認識及協助技巧

(SEN)識及協助特殊需要兒童
(SEN)家長培訓工作坊－如何助子女畫出彩虹
親子遊戲-兒童階段最需要擁有的7大潛能
引發幼兒潛能的親子小技巧

家長、老師、社工

資深教育家、資深家長教育培訓導師、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

藝術策展人

1.5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3.多樣性學習貿特殊兒
需要講座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6226-7944  ✉ hkmaa@gacity.org                      https://www.hkmaa.org/schoo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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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長培訓系列

課程簡介

每當子女鬧情緒時，家長往往顯得不知所措，有時更會用錯方

法使關係變得更差，工作員透過舉辦「家長輔導員」工作坊，

讓家長了解孩子的情緒密碼，繼而找出正確的應對方法，促進

雙方親子關係。工作坊採用角色扮演、遊戲、故事分享、及示

範等手法，讓家長更加了解自己的子女。

家長、老師、社工

資深家長教育培訓導師

1.5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4.家長管教系列-
改善孩子情緒工作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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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長培訓系列

課程簡介

以色列教養孕育20位諾貝爾獎得獎者
以色列教育如何引發孩子的好奇心，讓孩子主動學習

引導學習方向達到創新思維解決問題

邏輯思維，思考更清晰及提升解決困難能力

質疑想法引導孩子獨立思考、判別真假對錯，預防錯誤

問題導向有助孩子解決困難及尋找答案

校長、老師、家長、有興趣人士

資深社工、品格教育導師

1.5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5. 以色列教育工作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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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長培訓系列

課程簡介

相信每個家長都想孩子上課、做功課能夠專心一點點。那麼如

何幫助孩子培養專注力?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多感官遊戲訓練專注
力，資深社工透過不同感官刺激遊戲提升孩子視覺、聽覺、嗅

覺、觸覺、本體感及前庭等能力，加強孩子對不同事物的注

意。為了讓家長能夠於家中和孩子一起進行這些感官遊戲，是

次FUN DAY對象為親子。

家長、老師、社工

資深社工、品格教育導師

1.5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6. 親子專注樂滿紛-
「 FUN DAY」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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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長培訓系列

課程簡介

融合"生命書寫"、"多元學習"與"生命教育"的理論與應用，配
合各個階段成長發展需要，讓家長在多元藝術互動的體驗中，

以不同角度增進彼此認識，從差異與特質中打開深度溝通及協

作成長的可能性，並從覺知、反思及探索中，實踐以孩子為本

的教養模式。

除關注孩子成長外，同時亦重視家長的自我關懷，達至認識自

己，理解他人，繼而建立以關愛、尊重為基礎的親子關係。

主題包括：21世紀教養新思維、了解孩子的需要、打開孩子的
心窗、肯定孩子的價值、成就孩子的人生。

家長、老師、社工

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藝術策展人

共6小時，每節1.5小時，共9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7. 生命書寫親子工作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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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

正向家長培訓系列

課程簡介

設計一連串的「歷險遊戲及故事」，讓親子自身在情節之中。

親子間需要拆解不同的迷團，考驗他們的解難能力及堅毅精

神，培養正向品格及提升親子間的默契。另外，透過「大自然

探險」，讓親子認識人與大自然關係，提升保育智慧，為未來

社會作出貢獻。

家長、老師、社工

資深劇場工作者及社區藝術策展人

1節4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

對象

講者

日期、時數

28. 正向品格大冒險-
「親子活動」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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